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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通过综述运动、miRNAs、PI3K/Akt/mTOR 通路及病理性心肌肥大之间的关系，探
讨运动诱导 miRNAs 激活 PI3K/Akt/mTOR 通路的相关机制，发现运动可以诱导 miR-21、
miR-144 和 miR-145 表达上调，使其靶基因 PTEN 和 TSC2 表达降低，激活 PI3K/Akt/mTOR
通路，最终达到防治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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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This study review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xercise, miRNAs, PI3K/Akt/mTOR path‐
way and pathological myocardial hypertroph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exercise-induced
miRNAs to activate PI3K/Akt/mTOR pathway. It is found that exercise can induce miR-21,
miR-144 and the up-regulation of miR-145,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target genes PTEN and
TSC2, activate the PI3K/Akt/mTOR pathway,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effect of preventing and
treating pathological myocardial hypertroph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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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美国心脏协会报道，目前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所有癌症和慢

性下呼吸道疾病的总和，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（Targher et al.，2020）。同年我国

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数据显示，我国心脏病现患人数为 2.9 亿，死亡率居首位，占居民疾

病死亡构成的 40% 以上，而病理性心肌肥大是一种很常见的心血管疾病，也是年轻人

心脏骤停甚至猝死的常见原因（李惠钰，2019）。心肌肥大主要分为病理性和生理性，

病理性心肌肥大通常与心功能障碍相关；生理性心肌肥大（运动诱导）不但不会影响心

脏的正常功能，而且会增强心脏功能，保护心脏免受心脏病和心力衰竭的影响，被称之

为“运动员心脏”。目前，关于防治心肌肥大较为成熟的通路有 PI3K/Akt/Mtor（Ba et

al.，2019）、IGF1-PI3K-Akt（Weeks et al.，2017）、Wnt/β-catenin（Zhang et al.，2016）、

AMPK/FoxO/NFATc3（Samanta et al.，2020）以及 CaN/NFAT（Khalilimeybodi et al.，2018）

等，其中 PI3K/Akt/mTOR 是经典信号通路。有研究表明，miRNAs 可以调控机体内细胞

代谢或细胞自噬（Unal et al.，2020），激活 PI3K/Akt/mTOR 通路（Ramasamy et al.，2015），

达到防治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效果（Wu et al.，2019）。近年研究发现，运动干预对 miR‐

NAs 调控 PI3K/Akt/mTOR 通路具有显著性影响（Ramasamy et al.，2015），但是具体的机

制尚不明确。本研究通过综述运动、miRNAs、PI3K/Akt/mTOR 通路及病理性心肌肥大

四者之间的关系，探讨运动诱导miRNAs激活 PI3K/Akt/mTOR通路的相关机制。

1 miRNAs概述

miRNAs 是指长度约为 22 个核苷酸的内源性非编码单链 RNA，通过与 mRNA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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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′-UTR 区域结合，抑制 mRNA 的翻译，促进 mRNA 的降

解，其独特的特点：一个 miRNA 可以同时调控几个基因，

一个基因也可以同时受几个 miRNAs 调控（王世强 等，

2017）。现阶段研究发现，miR-21（Bai et al.，2015）、miR-

144（Wen et al.，2020）和 miR-145（Zhu et al.，2018）等

miRNAs 可以通过激活 PI3K/Akt/mTOR 信号通路来防治

病理性心肌肥大。

2 PI3K/Akt/mTOR通路

PI3K/Akt/mTOR 通路是有关心肌肥大的经典信号通

路（Cui et al.，2016），主要由 PI3K、Akt 和 mTOR 的 3 个作

用分子组成，在正常细胞的增殖与凋亡中都发挥重要作

用（Very et al.，2018）。PI3Ks 是一组脂质激酶，在信号传

导、细胞代谢和生存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，PI3K根据其结

构特点和底物特异性可分为 Ⅰ、Ⅱ、Ⅲ 3 种类型（Li et al.，

2017b）。目前研究最广泛的是能被细胞表面受体激活的

Ⅰ型 PI3K。 Ⅰ型又分为 ⅠA 和 ⅠB 两个亚型，ⅠA 是催化亚基

p110 和调节亚基 p85 组成的异二聚体，PI3K ⅠA 亚型由酪

氨酸激酶受体、G 蛋白偶联受体或其他炎症基因（如

RAS）激活（Zhang et al.，2014）。活化后的 PI3K 可使细胞

膜上的 PIP2磷酸化为 PIP3，PIP3去磷酸化为 PIP2，该过程

受抑制基因 PTEN的负性调节，PIP3为信号蛋白磷酸肌醇

依赖性蛋白激酶 1（phosphoinositide dependent kinase-1，

PDK1）和丝氨酸/苏氨酸激酶 Akt 提供锚定位点，一旦蛋

白的 THr308 位点和 Ser473 位点分别被 PDK1 和 PDK2 磷

酸化，则 Akt 被完全激活（Reddy et al.，2020）。激活后的

Akt 可启动信号通路下游的级联反应，如促进细胞生长、

增殖、存活、迁移，以及细胞增殖等（Zhang et al.，2020a）。

Akt 可激活 mTOR，导致新陈代谢改变、基因转录和翻译

改变。mTOR 是一种大的丝氨酸/苏氨酸蛋白激酶，属于

磷脂酰肌醇激酶相关激酶家族，在进化中高度保守，但

mTOR 本身不具有酯激酶活性，而具有 Ser/Thr 蛋白激酶

活性，能磷酸化蛋白底物的 Ser/Thr残基，存在mTORC1和

mTORC2 两 种 不 同 的 复 合 体（Ortega et al.，2018）。

mTORC1 是 Akt 下游的靶点之一，Akt 通过磷酸化脯氨酸

富集区 Akt 基质 1 和结节性硬化症复合物 2（tuberous scle‐

rosis complex 2，TSC2）激活 mTORC1 通过调控 S6 激酶调

节蛋白质的合成，mTORC2 则参与 Akt Ser473 位点的磷酸

化过程（Wei et al.，2017）（图 1）。

3 miRNAs调控PI3K/Akt/mTOR通路

miRNAs 在调节心肌肥大过程中具有调节细胞凋亡

的关键作用，特别是在调节心肌肥大细胞增殖和细胞死

亡中效果显著。研究发现，miR-320（Wen et al.，2018）、

miR-206（Chen et al.，2016）、miR-139（Zhang et al.，

2020b）、miR-124（Zhu et al.，2019）、miR-21（Huang et al.，

2017）、miR-144（Wen et al.，2020）、miR-145（Liu et al.，

2017b）、miR-181b-5p（Chang et al.，2018）、miR-214（Liu et

al.，2017a）、miR-93（Li et al.，2017a）以及 miR-496（Ji et

al.，2020）与 PI3K/Akt/mTOR通路显著相关。

有研究表明，miRNAs 可以通过激活 PI3K/Akt/mTOR

通路来防治心血管疾病（Ramasamy et al.，2015；Samidurai

et al.，2018；Zhang et al.，2017）。Yang等（2018）在心肌缺

血再灌注损伤模型中，发现患有心肌缺血的 H9C2 细胞可

以抑制miR-320的表达，并通过维持存活蛋白的表达来模

拟胰岛素的心脏保护作用，从而激活 PI3K/Akt/mTOR 途

径来对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。Kong等（2019）在缺氧条

件下培养 H9c2 心肌细胞，建立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

模型，探索核糖核酸内切酶失调对缺氧诱导的 H9c2 细胞

损伤的影响。结果表明，核糖核酸内切酶的过表达加剧

了缺氧诱导的 H9c2 细胞损伤，miR-206 受到核糖核酸内

切酶的负调控，而核糖核酸内切酶的过表达则通过 miR-

206 的下调加重了缺氧损伤，研究还发现，ATG3 是 miR-

206 的靶基因，miR-206 对缺氧损伤的作用是通过靶向

ATG3 来实现的。此外，在缺氧处理的 H9c2 细胞中，抑制

核糖核酸内切酶的表达激活了 PI3K/Akt/mTOR 通路，而

miR-206 的过表达会逆转这一过程导致激活 PI3K/Akt/

mTOR通路失败，说明抑制核糖核酸内切酶可改善心肌功

能，并抑制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的细胞凋亡，即核糖核

酸内切酶上调可能会加重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，也许是

由于下调 miR-206 导致 ATG3 过表达实现的，PI3K/Akt/

mTOR 途径的激活可能是介导核糖核酸内切酶/miR-206/

ATG3 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脏保护的关键机制。Yu‐

an 等（2020）研究了长链非编码 RNA H19 保护 H9c2 心肌

细胞抵抗缺氧诱导的损伤，发现低氧的诱导使细胞活力

降低，细胞发生迁移和侵袭，细胞凋亡增加以及 H19 的上

调。敲除 H19 会增加低氧诱导的 H9c2 细胞损伤，并发现

mTOR

PIP2 PIP3

PDK1/2磷酸化

TSC2磷酸化

mTORC1mTORC2

PTEN

磷酸化

细胞膜

去磷酸化

表示导致 表示激活

Akt

PI3K

图1 PI3K/Akt/mTOR信号通路

Figure 1. PI3K/Akt/mTOR Signaling Pathwa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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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通过上调 miR-139 加剧了缺氧引起的损伤。Sox8 被确

定为 miR-139 的靶基因，其表达受 miR-139 的负调控，上

调 Sox8 的表达可能会激活 PI3K/Akt/mTOR 通路减少缺氧

诱导的细胞损伤，说明增加长链非编码 RNAH19 的表达

量会使 miR-139 的表达减少，导致 Sox8 的表达上升从而

激活 PI3K/Akt/mTOR通路减少缺氧诱导的细胞损伤。Ma

等（2013）将Wistar雌性大鼠分为对照组和游泳锻炼组，游

泳锻炼组的大鼠要每天完成 1 h 身体超负荷 5% 的游泳运

动，每周 5 次，共 8 周，干预后发现与对照组相比，游泳锻

炼组的心脏磷酸 ser473-AKT 和磷酸 Ser2448-mTOR 分别增加了

46% 和 38%。游泳锻炼组 miR-124 降低了 38%。在游泳

锻炼组中，PIK3a（由 miR-124 靶向）的基因表达增加了

213%，表明miR-124的减少可上调 PIK3a基因从而诱导了

PI3K/Akt/mTOR 信号通路的激活。以上研究表明，抑制

miR-320、miR-206、miR-139 以及 miR-124 的表达可以激活

PI3K/Akt/mTOR通路。

Ma等（2013）通过运动组与对照组相比发现，miR-21、

miR-144 和 miR-145 分别上调了 152%、128% 和 101%。在

运动组中 PTEN 蛋白（由 miR-21 和 144 靶向）和 TSC2（被

miR-145 靶向）蛋白分别降低了 51% 和 55%。说明 miR-21

和 miR-144 的表达增加会抑制 PTEN 水平，而 miR-145 的

增加则可能抑制 TSC2 表达，从而诱导了 PI3K/Akt/mTOR

信号通路的激活。Chang 等（2018）研究了 miR-181b-5p 在

饥饿诱导心肌细胞自噬中的作用，发现下调 miR-181b-5p

可以促进心肌细胞自噬，另外 miR-181b-5p 还可以负调节

Beclin-1 和 Hspa5 基因的表达，而上调 miR-181b-5p 会通过

Hspa5基因抑制自噬并促进细胞凋亡，萤光素酶报告基因

测定的结果还证实 Hspa5 是 miR-181b-5p 的靶基因，上调

miR-181b-5p 可以直接抑制 Hspa5 通过 PI3K/Akt/mTOR 通

路促进饥饿诱导的心肌细胞自噬和细胞凋亡。Chong 等

（2019）通过抑制 miR-214 观察缺氧条件下细胞的凋亡和

自噬，发现东凌草素也是通过调节 H9c2 细胞中的相关蛋

白来显著减轻缺氧诱导的细胞凋亡和自噬。在缺氧和东

凌草素共同控制的细胞中发现了miR-214表达的上调，同

时发现，miR-214 的抑制作用消除了东凌草素在缺氧引起

的细胞凋亡和自噬中的调节功能。此外，还发现 PTEN是

miR-214 的靶基因，观察到东凌草素在低氧处理的 H9c2

细胞中通过 miR-214 升高激活 PI3K/Akt/mTOR 通路，说明

东凌草素通过增强 H9c2 细胞中的 miR-214 表达，激活

PI3K/Akt/mTOR 通路来缓解缺氧引起的心肌细胞凋亡。

Li 等（2018）在血管紧张素 II 处理的心肌细胞中，发现心

肌梗死相关转录物上调，miR-93 下调。心肌梗死相关转

录物充当心肌细胞中 miR-93 的分子筛，TLR4 被确定为

miR-93 的靶基因，并且心肌梗死相关转录物通过使 miR-

93 变分子筛促进了 TLR4 表达，TLR4 的强制表达部分逆

转了 miR-93 过表达对血管紧张素 II 诱导的心肌肥大的保

护作用。此外，在血管紧张素 II 诱导的心肌肥大中，使心

肌梗死相关转录物表达下降，会导致miR-93过表达，从而

通过 TLR4 使 PI3K/Akt/mTOR 通路失活，说明抑制心肌梗

死相关转录物可上调 miR-93，导致 TLR4 基因被下调，从

而抑制血管紧张素 II诱导的心肌肥大。Jin等（2020）用过

低氧复氧模型分析由急性心肌缺血引发的心肌梗塞，发

现低氧复氧模型治疗H9c2细胞和心肌细胞凋亡显著减少

都与miR‐496的上调有关，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证实miR‐

496 是钩微管束缚蛋白 3 的抑制因子，过表达的钩微管束

缚蛋白 3 可刺激低氧复氧状态下处理细胞的凋亡从而降

低细胞增殖，miR‐496 的上调可以激活 PI3K/Akt/mTOR 信

号通路，在钩微管束缚蛋白 3的帮助下，miR‐496上调可保

护细胞免受低氧复氧诱导的凋亡并刺激细胞增殖，miR‐

496 靶向钩微管束缚蛋白 3，激活 PI3K/Akt/mTOR 信号通

路具有抗凋亡和增殖作用。以上研究表明，促进 miR-21、

miR-144、miR-145、miR-181b-5p、miR-214、miR-93 以 及

miR‐496的表达可以激活 PI3K/Akt/mTOR通路。

通过以上研究发现 ，miRNAs 可以激活 PI3K/Akt/

mTOR通路。抑制miR-320、miR-206、miR-139以及miR-124

的表达可以促进或维持其靶基因的表达，从而抑制细胞

损伤或细胞凋亡达到激活 PI3K/Akt/mTOR 通路的效果；

促 进 miR-21、miR-144、miR-145、miR-181b-5p、miR-214、

miR-93 以及miR‐496 的表达可以促进或抑制其靶基因的

表达，从而促进线粒体自噬或细胞增殖以及抑制细胞凋

亡，从而达到激活 PI3K/Akt/mTOR 通路的效果（图 2）。这

些 miRNAs 和 PI3K/Akt/mTOR 通路很有可能成为病理性

心肌肥大与心血管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，对心血管疾病

的防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4 运动诱导miRNAs

运动可通过减少脂肪细胞数量来降低体质量，增加

胰岛素敏感性以及葡萄糖摄取，肌肉力量和耐力，抗氧化

剂水平和 HDL，降低 LDL 和 TG、TC（孟昶 等，2019；朱磊

等，2019）。从心血管角度看，运动训练可以降低舒张压

和收缩压，增加左心室射血分数，改善血管功能，增加心

肌质量，这被称为运动训练引起的心肌肥大（Fernandes et

al.，2015；Weeks et al.，2017）。有氧运动可诱发有益的生

理性左室重塑，目前，心脏研究已鉴定出与有氧运动相关

的抗心肌肥大型 miRNAs，如 miR-1（Unal et al.，2020）、

miR-133（Diniz et al.，2015）、miR-26（Zhang et al.，2013）、

miR-9（Wang et al.，2010）、miR-98（Yang et al.，2011）、

miR-29（Shieh et al.，2011）、miR-378（Yuan et al.，2018）和

miR-145（Li et al.，2013）等，促心肌肥大型 miRNAs，如

miR-143（Sun et al.，2019）、miR-103（Qi et al.，2019）、miR-

130a、miR-146a（Chavali et al.，2014）、miR-21（Tomaniak et

al.，2018）、miR-210（Hirt et al.，2015）、miR-221（Kakimot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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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t al.，2018）、miR-222（Hirt et al.，2015）、miR-27a/b（Her‐

nandez-Torres et al.，2014）、miR-199a/b（Li et al.，2016）、

miR-208（Soci et al.，2016）、miR-195（You et al.，2014）、

miR-499（Shieh et al.，2011）、miR-34a/b/c（Ooi et al.，

2017）、miR-497（Qi et al.，2020）、miR-23a（Hernandez-Tor‐

res et al.，2014）和 miR-15a/b（Zhang et al.，2016）等。有研

究表明，游泳运动可以调控 miR-143、miR-144、miR-145、

miR-208a和miR-222增加心肌细胞的生长和存活率，还可

以调控 miR-1、miR-26、miR-27a、miR-133、miR-143、miR-

150 和 miR-222 影响心脏重构和血管生成等（Chavali et

al.，201；Fernades et al.，2015；Hirt et al.，2015）。综上所

述，miRNAs 在心脏保护作用方面具有潜在作用，也足以

证明运动可以诱导 miRNAs 的表达从而影响心血管疾病

的发生发展。

5 运动调控PI3K/Akt/mTOR通路

PI3K/Akt/mTOR 通路可以调节细胞生长、代谢、存活

和血管生成，而运动可以调控此通路。Yin 等（2020）研究

表明，将 48 只 7 周龄的 SD 大鼠进行了 3 周中等强度有氧

运动，可以选择性地提高 IGF-1、IGF-1R 和 mTOR 的水平

以及 PI3K 和 Akt 的活性。Bao 等（2020）调查了有氧耐力

运动对老年小鼠肾脏血管硬化的保护作用及 PI3K/Akt/

mTOR通路的作用，发现有氧耐力运动能保持老年小鼠的

肾脏形态和肾功能，肾小球基底膜厚度明显增加，足细胞

足突消失，有氧耐力运动还显著改善了整个病变范围。

在老年对照组中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 JG12 的蛋白表达

较低；有氧耐力运动组中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、JG12 和

Bcl-2蛋白表达显著增加，Bax、Caspase 3、IL-6和衰老细胞

的表达降低，从而导致 PI3K 及其下游信号分子 Akt 和

mTOR 的上调，这一研究结果与 Yin 等（2020）一致。Kang

等（2015）将实验动物分为非转基因对照组和转基因运动

组（跑台训练 12 周，每周 5 次，每次 1 h），干预后进行水下

迷宫认知功能检测，发现转基因运动组 Beclin-1 蛋白表达

增加，p62 蛋白表达降低，PI3K/Akt/mTOR 通路通过增加

磷酸化得到改善（其活性受到 GSK-3β磷酸化的抑制），这

一研究结果同样证实了运动对 PI3K/Akt/mTOR 通路的调

控作用。Ma 等（2013）将雌性 Wistar 大鼠进行游泳训练，

训练 8 周，每周 5次，每次 1 h，发现游泳运动增加了 PIK3a

和磷酸化 Thr1462-TSC2 蛋白表达，同时降低了 PTEN 和

TSC2蛋白表达，从而诱导了 PI3K/Akt/mTOR通路的激活，

再一次证明了运动对 PI3K/Akt/mTOR 通路的调控作用。

上述研究表明，运动可以通过改变靶向基因的表达激活

PI3K/Akt/mTOR通路。

6 运动对病理性心肌肥大的防治作用

心脏由心肌细胞、非肌细胞（如成纤维细胞、内皮细

胞、肥大细胞、血管平滑肌细胞）和周围的细胞外基质组

成（Olah et al.，2019）。心室心肌细胞仅占心脏细胞总数

的 1/3，但占心脏质量的 70%～80%，生理和病理刺激都会

导致心脏体积的增大，这主要是由于心肌细胞体积的增

大，病理性心肌肥大通常与心肌细胞丢失和纤维化替代、

血管生成不足、心功能障碍、心力衰竭以及猝死相关；与

之相反，生理性心肌肥大与正常的心脏结构、维持或增强

的心脏功能相关，可以保护心脏免受心脏病和心力衰竭

的影响。运动防治病理性心肌肥大是一种重要的非药物

miR-320    miR-206   miR-139 miR-124   miR-21 miR-144 miR-214 miR-145

加粗miR表示上调             未加粗miR表示下调

miR-181b-5p miR-93 miR‐4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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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I3K/Akt/mTOR通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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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miRNAs对PI3K/Akt/mTOR通路的调控

Figure 2. Regulation of PI3K/Akt/mTOR Pathway by miRNA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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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方法，可以延长心肌细胞的寿命，增加心室搏动量和心

输出量，从而改善有氧能力（Olah et al.，2019；Rahimi et

al.，2018）。Luckey等（2017）对雌性病理性心肌肥大小鼠

模型进行运动研究，发现运动诱导的心肌肥大（生理性肥

大）与心脏功能正常或增强有关，没有明显的纤维化和细

胞凋亡，还能同时诱导脂肪酸和葡萄糖氧化，刺激生长激

素的释放，该过程会激活心脏中许多细胞受体和细胞内

信号传导途径（如 PI3K/Akt/mTOR 信号传导途径）。

Soares等（2019）将雄性小鼠分为对照组、不超负荷运动组

（每天游泳 2 次）和超负荷运动组（每天游泳 3 次），共训

练 6 周，虽然发现两个运动组都出现了心肌肥大状况，但

未观察到纤维化，并提高了氧化能力，这一研究结果与

Luckey等（2017）一致。Baghaiee等（2018）将 20只wistar大

鼠进行 8 周有氧运动后发现，8 周的训练使小鼠血浆

Klotho 蛋白（抗衰老）水平显著升高，左心室内径显著增

大，左心室壁厚和纤维化程度显著下降，表明适度的有氧

训练可以通过恢复 Klotho 的水平，减轻氧化应激和减缓

心肌衰老，缓解病理性心肌肥大，同样对运动可以防治心

肌肥大提供了理论依据。Qi 等（2020）对运动防治心肌肥

大的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，发现运动诱发的生理性

心肌肥大心脏中自噬活性显著增强，IGF-1 可以刺激

H9C2 心肌细胞变肥大，miR-26b-5p、miR-204-5p 和 miR-

497-3p 过表达可以通过抑制自噬而显著减弱 IGF-1 诱导

的 H9C2 细胞肥大，miR-26b-5p、miR-204-5p 和 miR-497-3p

分别通过靶向 ULK1、LC3B 和 Beclin 1 减弱了 H9C2 细胞

的自噬，表明运动可以通过调节 miR-26b-5p、miR-204-5p

和 miR-497-3p 减弱 H9C2 心肌细胞的自噬，从而诱导生理

性心肌肥大。综上所述，适度的运动可以导致生理性心

肌肥大，不会导致心脏功能的下降，还会提高氧化能力防

止纤维化，最重要的是可以防治病理性心肌肥大。

7 运动诱导miRNAs调控PI3K/Akt/mTOR通路防治病理

性心肌肥大

目前，国外已有关于运动诱导miRNAs调控 PI3K/Akt/

mTOR通路防治心血管疾病的相关研究，但是采用的手段

和方法还较为单一，因此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似乎还具

有一定的困难。有研究发现，运动促进心脏健康、产生心

肌保护效应与运动促进细胞增殖、抑制心肌细胞凋亡有

关（Ramos et al.，2018），而 PI3K/Akt/mTOR 通路一般会出

现激活或者抑制的变化趋势，PTEN 和 TSC2 是 PI3K/Akt/

mTOR 通路中的两个重要调节剂（Maehama et al.，1998），

其调节机制与miRNAs的参与有关（Cheng et al.，2007）。

PTEN 是 PI3K/Akt/mTOR 通路的主要负调节剂，它在

许多细胞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，如细胞迁移（Leslie et al.，

2007），血小板生长因子诱导的膜皱褶（Leslie et al.，

2000），胰岛素敏感性（Lackey et al.，2007），以及致癌作用

等，据报道横纹肌特异的 PTEN 缺失，小鼠的心脏质量会

增加约 50%。TSC2 类似于 PTEN，它还是 mTOR 的抑制

剂，是 PI3K/Akt/mTOR 信号转导的另一个负调节剂，Akt

激酶使 TSC2 磷酸化会促进其与 TSC1 的解离，从而激活

mTOR，导致蛋白质合成增加以及细胞大小增大（Inoki et

al.，2002）。有研究显示，PTEN 受 miR-21 和 miR-144 的调

节，TSC2 受 miR-145 的调节，Ma 等（2013）研究表明，游泳

锻炼组与对照组相比心脏中 Akt 和 mTOR 的表达显著增

加 ，miR-21、miR-144 和 miR-145 均显著增加 ，PTEN 和

TSC2 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，但是 PI3K/Akt/mTOR 通

路被激活，这表明 8 周的游泳运动有助于 PI3K/Akt/mTOR

通路的激活。另一项研究同样发现，与对照组相比，游泳

锻炼组的生理性心肌肥大中 PTEN 蛋白水平降低，PTEN

在调节大鼠心肌肥大中发挥了显著作用。因此，PTEN 可

能参与了游泳运动诱导的生理性心肌肥大。目前，在运

动引起的心肌肥大中鲜见针对 miRNAs 调节 PI3K/Akt/

mTOR 通路的研究，而 miRNAs 其特点是靶向多个基因，

但靶向的基因受特定 miRNAs 的控制，有些 miRNAs 的表

达减少表明靶基因的改善，miR-144 似乎是这种情况。

Palabiyik 等（2019）将 8 只成年雄性 SD 大鼠进行每天 1 h，

每周 5 天，共 4 周的游泳运动干预，发现游泳锻炼组与对

照组相比，PI3K、Akt、mTOR 基因和蛋白质的表达以及

miR-144 的表达显著增加，而 PTEN 的基因和蛋白质的表

达水平显著降低，说明游泳运动似乎会影响miR-144以及

PI3K/Akt/mTOR 通路。Liu 等（2017b）进一步验证了此实

验，发现游泳锻炼组和对照组相比，靶基因 PTEN 和 TSC2

的表达水平较低，而 miR-144 和 miR-145 表达增加，这一

事实证明 miR-144 和 miR-145 的表达增加会抑制靶基因

PTEN 和 TSC2 的表达。Subbiah 等（2015）对 SD 大鼠进行

连续 8周的游泳训练建造生理性心肌肥大模型，随后分离

总 RNA，并进行小 RNA 测序，对小 RNA 读数的分析揭示

了生理性肥大过程中大量miRNA的差异表达，通过 qPCR

验证了显著差异表达的 miRNA 表达谱，再通过 miRanda、

miRdB 和 TargetScan 在计算机模拟中预测靶基因，最后再

用 qPCR 分析揭示了 miR-19b、miR-30、miR-133b、miR-

208b、miR-22、miR-99b、miR-100、miR-181a 和 miR-191a 的

靶向基因，如 miR-19b 在生理性心肌肥大过程中显著上

调，靶向基因是 PTEN、MuRF、Bcl2、Atrogin-1和 αCryB，通

过靶向 Atrogin-1 和 MuRF-1 来积极调节心肌肥大，靶向

Bcl2 来增加细胞存活率并负面调节细胞凋亡；miR-30 在

生理性心肌肥大过程中显著上调，靶基因是CaMKIIδ、Eg‐

fr1 和 Bcl2，在病理性心肌肥大过程中被血管紧张素 II 诱

导显著下调，激活钙信号传导细胞凋亡和自噬，进而通过

过度自噬诱导病理性心肌肥大；miR-133b 在生理性心肌

肥大过程中显著上调，靶基因是 CyclinD、Nelf-A、RhoA 和

Ccd42；miR-208b 在生理性心肌肥大过程中显著上调，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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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是 THRAP1 和 Myostatin，可改善病理性心肌肥大引

起的心力衰竭；miR-22 在生理性心肌肥大过程中表达下

调，靶基因是 CDK6、Sir1 和 Sp1，miR-22 可以诱导心肌肥

大，是心肌肥大和重塑的关键调节剂，对调节细胞增殖、

细胞分化和病理性心肌肥大起到关键作用；miR-99b 和

miR-100 在生理性心肌肥大过程中被高度下调，其靶基因

IGF1R、Akt和mTOR表达上调；miR-181a在生理性心肌肥

大过程中表达下调，通过干扰 NF-κB 功能和细胞增殖来

保护系统免受炎症损伤；miR-191a 在生理性心肌肥大过

程中表达下调，其靶基因mRNA-p53表达上调。上述差异

表达 miRNAs 及其靶基因主要通过 PI3K/Akt/mTOR 和

MAPK 信号通路调控心肌细胞凋亡和死亡的结论。以上

研究表明，运动可以影响 miRNAs 的表达，从而调节其特

定的靶基因激活 PI3K/Akt/mTOR 通路，并在运动介导的

生理性心肌肥大中起到关键作用，而运动诱导的生理性

心肌肥大可以增强心脏功能，保护心脏免受心脏病和心

力衰竭的影响，具有缓解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效果，证明运

动诱导 miRNAs 调控 PI3K/Akt/mTOR 通路防治病理性心

肌肥大似乎是可行的。

综上所述，运动可以诱导 miR-21、miR-144、miR-145、

miR-19b、miR-30、miR-133b 和 miR-208b 表达上调，miR-

22、miR-99b、miR-100、miR-181a 和 miR-191a 表达下调激

活 PI3K/Akt/mTOR 通路防治病理性心肌肥大。目前多数

参与运动防治病理性心肌肥大的 miRNAs 只停留在知道

参与的层面上，具体的调控机制尚不明确，还需进一步探

究 PI3K/Akt/mTOR 通路中涉及的 miRNAs 和靶基因与运

动之间的关系。现阶段关于 miR-21、miR-144 和 miR-145

的研究较为完善，其靶基因 PTEN 和 TSC2 是 PI3K/Akt/

mTOR 通路的主要负调节剂，PTEN 受 miR-21 和 miR-144

的调节，TSC2 受 miR-145 的调节，运动又可以提高 miR-

21、miR-144 和 miR-145 的表达，因此得出：运动可以诱导

miR-21、miR-144 和 miR-145 表达的增加 ，使其靶基因

PTEN 和 TSC2 表达降低从而激活 PI3K/Akt/mTOR 通路防

治病理性心肌肥大（图 3）。

8 结论与展望

近年，人们对运动的观念发生了转变，除了医药因素

外，运动因素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的作用逐渐强化。研

究发现，运动可以诱导miR-21、miR-144和miR-145表达上

调，使其靶基因 PTEN 和 TSC2 表达降低，激活 PI3K/Akt/

mTOR 通路防治病理性心肌肥大。目前关于运动诱导

miRNAs 调控 PI3K/Akt/mTOR 通路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

主要聚焦于对心肌肥大影响的研究，但是具体的机制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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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 运动诱导miRNAs激活PI3K/Akt/mTOR通路防治病理性心肌肥大机制

Figure 3. Exercise-induced miRNAs Activate PI3K/Akt/mTOR Pathway to Prevent Pathological Myocardial Hypertroph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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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完善，还需进一步探究 PI3K/Akt/mTOR 通路中涉及的

其他miRNAs和靶基因与运动之间的关系。

参考文献：

李惠钰，2019.心血管病防控拉响“警报”［N］.中国科学报，2019-06-

03（006）.

孟昶，朱磊，2019.低氧运动调节脂代谢的研究进展［J］.湖北体育科

技，38（2）：136-138.

王世强，常芸，饶志坚，等，2017.运动性心脏重塑：microRNA的调

节［J］.体育科学，37（11）：83-92.

朱磊，路瑛丽，冯连世，等，2019.低氧训练诱导miR-27/PPARγ调控

肥胖大鼠腓肠肌脂肪酸代谢的研究［J］.体育科学，39（6）：55-61.

BA L，GAO J，CHEN Y，et al.，2019. Allicin attenuates pathological

cardiac hypertrophy by inhibiting autophagy via activation of PI3K/

Akt/mTOR and MAPK/ERK/mTOR signaling pathways［J］. Phyto‐

medicine，58（15）：27-65.

BAGHAIEE B，KARIMI P，SIAHKOUHIAN M，et al.，2018. Mod‐

erate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decreases middle-aged induced patho‐

logic cardiac hypertrophy by improving Klotho expression，MAPK

signaling pathway，and oxidative stress status in Wistar rats［J］.

Iran J Basic Med Sci，21（9）：911-919.

BAI L J，LIANG R Y，YANG Y L，et al.，2015. MicroRNA-21 regu‐

lates PI3K/Akt/mTOR signaling by targeting TGFβI during skeletal

muscle development in pigs［J］. PLoS One，10（5）：319-396.

BAO C，YANG Z，LI Q，et al.，2020. Aerobic endurance exercise

ameliorates renal vascular sclerosis in aged mice by regulating

PI3K/AKT/mTOR signaling pathway［J］. DNA Cell Biol，39（2）：

310-320.

CHANG L H，CHAI X M，CHEN P M，et al.，2018. miR-181b-5p

suppresses starvation-induced cardiomy- ocyte autophagy by target‐

ing Hspa5［J］. Int J Mol Med，43（1）：143-154.

CHAVALI V，TYAGI S C，MISHRA P K，2014. Differential expres‐

sion of dicer，miRNAs，and inflam-matory markers in diabetic

Ins2+/- Akita hearts［J］. Cell Biochem Biophys，68（1）：25-35.

CHEN Q Y，JIAO D M，WU Y Q，et al.，2016. MiR-206 inhibits

HGF-induced epithelial-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angiogenesis in

non-small cell lung cancer via c-Met/PI3k/Akt/mTOR pathway［J］.

Oncotarget，7（14）：18247-18261.

CHENG Y，JI R，YUE J，et al.，2007. MicroRNAs are aberrantly ex‐

pressed in hypertrophic heart：Do they play a role in cardiac hyper‐

trophy？［J］. Am J Pathol，170（6）：1831-1840.

CUI J，ZHANG F，WANG Y，et al.，2016. Macrophage migration in‐

hibitory factor promotes cardiac stem cell proliferation and endothe‐

lial differentiation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the PI3K/Akt/mTOR

and AMPK pathways［J］. Int J Mol Med，37（5）：1299-1309.

DINIZ G P，LINO C A，GUEDES E C，et al.，2015. Cardiac microR‐

NA-133 is down-regulated in thyroid hormone-mediated cardiac hy‐

pertrophy partially via Type 1 Angiotensin II receptor［J］. Basic Res

Cardiol，110（5）：49-63.

FERNANDES T，BARAUNA V G，NEGRAO C E，et al.，2015. Aer‐

obic exercise training promotes physiological cardiac remodeling in‐

volving a set of microRNAs［J］. Am J Physiol Heart Circ Physiol，

309（4）：H543-552.

HERNANDEZ-TORRES F，ARANEGA A E，FRANCO D，2014.

Identification of regulatory elements directing miR-23a-miR-27a-

miR-24-2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in response to muscle hypertro‐

phic stimuli［J］. Biochim Biophys Acta，1839（9）：885-897.

HIRT M N，WERNER T，INDENBIRKEN D，et al.，2015. Decipher‐

ing the microRNA signature of pathological cardiac hypertrophy by

engineered heart tissue- and sequencing-technology［J］. J Mol Cell

Cardiol，81（1）：1-9.

HUANG Z，WU S，KONG F，et al.，2017. MicroRNA-21 protects

against cardiac hypoxia/reoxygenation injury by inhibiting exces‐

sive autophagy in H9c2 cells via the Akt/mTOR pathway［J］. J Cell

Mol Med，21（3）：467-474.

INOKI K，LI Y，ZHU T，et al.，2002. TSC2 is phosphorylated and

inhibited by Akt and suppresses mTOR signalling［J］. Nat Cell Biol，

4（9）：648-657.

JI F，PAN J，SHEN Z，et al.，2020. The circular RNA cir‐

cRNA124534 promotes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dental

pulp stem cells through modulation of the miR-496/β-catenin path‐

way［J］. Front Cell Dev Biol，8（2）：30-48.

JIN Y，NI S，2020. miR-496 remedies hypoxia reoxygenation-in‐

duced H9c2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via Hook3-targeted PI3k/Akt/

mTOR signaling pathway activation［J］. J Cell Biochem，121（1）：

698-712.

KAKIMOTO Y，TANAKA M，HAYASHI H，et al.，2018. Overex‐

pression of miR-221 in sudden death with cardiac hypertrophy pa‐

tients［J］. Heliyon，doi：10.1016/j.heliyon.2018.e00639.

KANG E B，CHO J Y，2015. Effect of treadmill exercise on PI3K/

AKT/mTOR，autophagy，and Tau hyperphosphorylation in the cere‐

bral cortex of NSE/htau23 transgenic mice［J］. J Exerc Nutrition

Biochem，19（3）：199-209.

KHALILIMEYBODI A，DANESHMEHR A，SHARIF KASHANI

B，2018. Ca2+-dependent calcineur- in/NFAT signaling in beta-ad‐

renergic-induced cardiac hypertrophy［J］. Gen Physiol Biophys，

37（1）：41-56.

KONG F，JIN J，LV X，et al.，2019. Long noncoding RNA RMRP

upregulation aggravates myocardial ischemia-reperfusion injury by

sponging miR-206 to target ATG3 expression［J］. Biomed Pharma‐

cother，109（1）：716-725.

LACKEY J，BARNETT J，DAVIDSON L，et al.，2007. Loss of

PTEN selectively desensitizes upstream IGF1 and insulin signaling

［J］. Oncogene，26（50）：7132-7142.

LESLIE N R，GRAY A，PASS I，et al.，2000. Analysis of the cellular

functions of PTEN using catalytic domain and C-terminal muta‐

tions：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-terminal deletion on signalling path‐

ways downstream of phosphoinositide 3-kinase［J］. Biochem J，346

（Pt 3）：827-833.

LESLIE N R，YANG X，DOWNES C P，et al.，2007. PtdIns（3，4，5）

P（3）-dependent and -independent roles for PTEN in the control of

cell migration［J］. Curr Biol，17（2）：115-125.

LI C，LYU J，MENG Q H，2017a. MiR-93 Promotes tumorigenesis

and metastasis of non-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s by activating the

PI3K/Akt pathway via inhibition of LKB1/PTEN/CDKN1A［J］. J

Cancer，8（5）：870-879.

LI R，YAN G，ZHANG Q，et al.，2013. miR-145 inhibits isoprotere‐

nol-induced cardiomyocyte hypertro-phy by targeting the expression

7



中国体育科技 2021年（第57卷）第XX期

and localization of GATA6［J］. FEBS Lett，587（12）：1754-1761.

LI Y，LU L，WANG Y Q，et al.，2017b. Inhibition of PI3K/AKt/

mTOR signaling pathway protects against dgalac-tosamine/lipopoly‐

saccharide-induced acute liver failure by chaperone-mediated au‐

tophagy in rats［J］. Biomed Pharmacother，92：544-553.

LI Y，WANG J，SUN L，et al.，2018. LncRNA myocardial infarction-

associated transcript（MIAT）contributed to cardiac hypertrophy by

regulating TLR4 via miR-93［J］. Eur J Pharmacol，81（8）：508-517.

LI Z，LIU L，HOU N，et al.，2016. miR-199-sponge transgenic mice

develop physiological cardiac hypertrophy［J］. Cardiovasc Res，

110（2）：258-267.

LIU J，CHEN W，ZHANG H，et al.，2017a. miR-214 targets the

PTEN-mediated PI3K/Akt signaling pathway and regulates cell pro‐

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in ovarian cancer［J］. Oncol Lett，14（5）：

5711-5718.

LIU S，GAO G，YAN D，et al.，2017b. Effects of miR-145-5p

through NRAS on the cell proliferation，apoptosis，migration，and

invasion in melanoma by inhibiting MAPK and PI3K/AKT path‐

ways［J］. Cancer Med，6（4）：819-833.

LUCKEY S W，HAINES C D，KONHILAS J P，et al.，2017. Cyclin

D2 is a critical mediator of exercise-induced cardiac hypertrophy

［J］. Exp Biol Med（Maywood），242（18）：1820-1830.

MA Z，QI J，MENG S，et al.，2013. Swimming exercise training-in‐

duced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involves microRNAs and syner‐

gistic regulation of the PI3K/AKT/mTOR signaling pathway［J］.

Eur J Appl Physiol，113（10）：2473-2486.

MAEHAMA T，DIXON J E，1998. The tumor suppressor，PTEN/

MMAC1，dephosphorylates the lipid second messenger，phosphati‐

dylinositol 3，4，5-trisphosphate［J］. J Biol Chem，273（22）：13375-

13378.

OLAH A，MATYAS C，KELLERMAYER D，et al.，2019. Sex differ‐

ences in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spects of exercise-induced

cardiac hypertrophy in a rat model［J］. Front Physiol，10（8）：88-99.

OOI J Y Y，BERNARDO B C，SINGLA S，et al.，2017. Identifica‐

tion of miR-34 regulatory networks in settings of disease and anti‐

miR-therapy：Implications for treating cardiac pathology and other

diseases［J］. RNA Biol，14（5）：500-513.

ORTEGA M A，ÁNGEL A，JAVIER L，et al.，2018. Implication of

the PI3K/Akt/mTOR pathway in the process of incompetent valves

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and the relationship

with aging［J］. Oxid Med Cell Longev，20（18）：1-14.

PALABIYIK O，TASTEKIN E，DOGANLAR Z B，et al.，2019. Al‐

teration in cardiac PI3K/Akt/mTOR and ERK signaling pathways

with the use of growth hormone and swimming，and the roles of

miR21 and miR133［J］. Biomed Rep，1（1）：1-10.

QI H，REN J E M，et al.，2019. MiR-103 inhibiting cardiac hypertro‐

phy through inactivation of myocardial cell autophagy via targeting

TRPV3 channel in rat hearts［J］. J Cell Mol Med，23（3）：1926-1939.

QI J，LUO X，MA Z，et al.，2020. Downregulation of miR-26b-5p，

miR-204-5p，and miR-497-3p expression facilitates exercise-in‐

duced physiological cardiac hypertrophy by augmenting autophagy

in rats［J］. Front Genet，11（78）：33-89.

RAHIMI S，KHADEMVATANI K，ZOLFAGHARI M R，2018. As‐

sociation of circular Klotho and insulin-like growth factor 1 with

cardiac hypertrophy indexes in athlete and non-athlete women fol‐

lowing acute and chronic exercise［J］. Biochem Biophys Res Com‐

mun，505（2）：448-452.

RAMASAMY S，VELMURUGAN G，SHANMUGHA R K，et al.，

2015. MiRNAs with apoptosis regulating potential are differentially

expressed in chronic exercise-induced physiologically hypertrophied

hearts［J］. PLoS One，10（3）：e0121-e401.

RAMOS A E，LO C，ESTEPHAN L E，et al.，2018. Specific circulat‐

ing microRNAs display dosedepen- dent responses to variable inten‐

sity and duration of endurance exercise［J］. Am J Physiol Heart Circ

Physiol，315（2）：H273-H283.

REDDY D，GHOSH P，KUMAVATH R，2020. Strophanthidin attenu‐

ates MAPK，PI3K/AKT/mTOR，and Wnt/β-catenin signaling path‐

ways in human cancers［J］. Front Oncol，9（1）：4-69.

SAMANTA J，MONDAL A，SAHA S，et al.，2020. Oleic acid pro‐

tects from arsenic-induced cardiac hypertrophy via AMPK/FoxO/

NFATc3 pathway［J］. Cardiovasc Toxicol，20（3）：261-280.

SAMIDURAI A，KUKREJA R C，DAS A，2018. Emerging role of

mTOR signaling-related miRNA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［J］. Ox‐

id Med Cell Longev，23（20）：141-162.

SHIEH J T，HUANG Y，GILMORE J，et al.，2011. Elevated miR-

499 levels blunt the cardiac stress response［J］. PLoS One，6（5）：

e194- e231.

SOARES D D S，PINTO G H，LOPES A，et al.，2019. Cardiac hy‐

pertrophy in mice submitted to a swimming protocol：Influence of

training volume and intensity on myocardial renin-angiotensin sys‐

tem［J］. Am J Physiol Regul Integr Comp Physiol，316（6）：r776-

r782.

SOCI U P R，FERNANDES T，BARAUNA V G，et al.，2016. Epi‐

genetic control of exercise training induced cardiac hypertrophy by

miR-208［J］. Clin Sci（Lond），130（22）：2005-2015.

SUBBIAH R，GANESAN V，SHANMUGHA R K，et al.，2015.

MiRNAs with apoptosis regulating potential are differentially ex‐

pressed in chronic exercise-induced physiologically hypertrophied

hearts［J］. PLoS One，10（3）：e0121-e141.

SUN J，ZHANG C，ZHANG Z，2019. Atorvastatin attenuates cardiac

hypertrophy through AMPK/miR-143-3p/Bcl2 axis［J］. Arch Physi‐

ol Biochem，29（1）：1-7.

TARGHER G，BYRNE C D，TILG H，2020. NAFLD and increased

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：Clinical associations，pathophysio‐

logical mechanisms and pharmacological implications［J］. Gut，

11（36）：320-345.

TOMANIAK M，SYGITOWICZ G，BLASZCZYK O，et al.，2018.

miR-1，miR-21，and galectin-3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symp‐

tomatic heart failure and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［J］. Kardiol

Pol，76（6）：1009-1011.

UNAL O，AKKOC Y，KOCAK M，et al.，2020. Treatment of breast

cancer with autophagy inhibitory microRNAs carried by AGO2-con‐

jugated nanoparticles［J］. J Nanobiotechnol，18（1）：65-78.

VERY N，VERCOUTTER-EDOUART A S，LEFEBVRE T，et al.，

2018. Cross-dysregulation of O-GlcNAcylation and PI3K/ AKT/

mTOR axis in human chronic diseases［J］. Front Endocrinol，9（9）：

96-102.

WANG K，LONG B，ZHOU J，et al.，2010. miR-9 and NFATc3 regu‐

8



孟昶，等：运动诱导miRNAs调控PI3K/Akt/mTOR通路防治病理性心肌肥大的研究进展

late myocardin in cardiac hypertrophy［J］. J Biol Chem，285（16）：

11903-11912.

WEEKS K L，BERNARDO B C，OOI J Y Y，et al.，2017. The IGF1-

PI3K-Akt signaling pathway in mediating exercise-induced cardiac

hypertrophy and protection［J］. Adv Exp Med Biol，10（7）：978-981.

WEI Y，SUN H，ZHA W，et al.，2017. Apigenin attenuates adriamy‐

cin-induced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via the PI3K/AKT/mTOR

pathway［J］.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，20（17）：1-9.

WEN Z，MAI Z，ZHU X，et al.，2020. Mesenchymal stem cell-de‐

rived exosomes ameliorate cardiomyo-cyte apoptosis in hypoxic

conditions through microRNA144 by targeting the PTEN/AKT path‐

way［J］. Stem Cell Res Ther，11（1）：36-49.

WEN Z，QIANG S，YU Z，et al.，2018. MiR-320a-3p/ELF3 axis reg‐

ulates cell metastasis and invasion in non-small cell lung cancer via

PI3K/Akt pathway［J］. Gene，67（1）：31-37.

WU X C，ZHAO Y，LI C，et al.，2019. Expression and bioinformat‐

ics analysis of miRNA in ISO-induced rat cardiac hypertrophy［J］.

Zhongguo Ying Yong Sheng Li Xue Za Zhi，35（5）：476-480.

YANG N，WU L，ZHAO Y，et al.，2018. MicroRNA-320 involves in

the cardioprotective effect of insu-lin against myocardial ischemia

by targeting survivin［J］. Cell Biochem Funct，10（2）：28-33.

YANG Y，AGO T，ZHAI P，et al.，2011. Thioredoxin 1 negatively

regulates angiotensin II-induced cardiac hypertrophy through upreg‐

ulation of miR-98/let-7［J］. Circ Res，108（3）：305-313.

YIN L，LU L，LIN X，et al.，2020. Crucial role of androgen receptor

in resistance and endurance trainings induced muscle hypertrophy

through IGF-1/IGF-1R- PI3K/Akt- mTOR pathway［J］. Nutr Metab

（Lond），17（26）：44-66.

YOU X Y，HUANG J H，LIU B，et al.，2014. HMGA1 is a new tar‐

get of miR-195 involving isoprenaline induced cardiomyocyte hy‐

pertrophy［J］. Biochemistry（Mosc），79（6）：538-544.

YUAN J，LIU H，GAO W，et al.，2018. MicroRNA-378 suppresses

myocardial fibrosis through a paracrine mechanism at the early

stage of cardiac hypertrophy following mechanical stress［J］. Ther‐

anostics，8（9）：2565-2582.

YUAN L，YU L，ZHANG J，et al.，2020. Long non‑coding RNA

H19 protects H9c2 cells against hypo-xia induced injury by activat‐

ing the PI3K/AKT and ERK/p38 pathways［J］. Mol Med Rep，

21（4）：1709-1716.

ZHANG J，WANG C，YU S，et al.，2014. Sevoflurane postcondition‐

ing protects rat hearts against ische-mia reperfusion injury via the ac‐

tivation of PI3K/AKT/mTOR signaling［J］. Sci Rep，4（7）：3-17.

ZHANG M，WANG X，LIU M，et al.，2020a. Inhibition of PHLPP1

ameliorates cardiac dysfunction via activation of the PI3K/Akt/

mTOR signalling pathway in diabetic cardiomyopathy［J］. J Cell

Mol Med，24（8）：4612-4623.

ZHANG Q，WANG F，WANG F，et al.，2020b. Long noncoding

RNA MAGI1-IT1 regulates cardiac hy-pertrophy by modulating

miR-302e/DKK1/Wnt/beta-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［J］. J Cell

Physiol，235（1）：245-253.

ZHANG X，LIU Y，HAN Q，2016. Puerarin attenuates cardiac hyper‐

trophy partly through increasing Mir-15b/195 expression and sup‐

pressing non-canonical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（Tgfβ）sig‐

nal pathway［J］. Med Sci Monitor Int Med J Exp Clin Res，22（1）：

1516-1523.

ZHANG Y，HUANG B，WANG H Y，et al.，2017. Emerging role of

MicroRNAs in mTOR signaling［J］. Cell Mol Life Sci，74（14）：

2613-2625.

ZHANG Z H，LI J，LIU B R，et al.，2013. MicroRNA-26 was de‐

creased in rat cardiac hypertrophy model and may be a promising

therapeutic target［J］. J Cardiovasc Pharmacol，62（3）：312-319.

ZHU H，WANG J，SHAO Y，et al.，2019. Catalpol may improve axo‐

nal growth via regulating miR-124 regulated PI3K/AKT/mTOR

pathway in neurons after ischemia［J］. Ann Transl Med，7（14）：

306-324.

ZHU X F，ZHU R H，2018. Curcumin suppresses the progression of

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r-ough the upregulation of

miR-145 and inhibition of the PI3K/Akt/mTOR pathway［J］. Onco

Targets Ther，19（11）：3521-3531.

（收稿日期：2018-07-23； 修订日期：2021-06-29； 编辑：尹航）

9


